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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8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同力水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33 

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

声明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同力水泥 股票代码 000885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朱红兵  

办公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A 座 9 层  

电话 0371-69158113  

电子信箱 tlsn000885@163.com  

 

公司已选定董事会秘书、证券事务代表人选，待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资格后聘任。在此之前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

规定，暂由公司董事长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 

2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√ 是 □ 否  

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

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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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929,271,628.20 1,950,731,462.01 2,625,806,377.91 -64.6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287,589,743.78 127,038,069.22 382,869,555.56 -24.8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287,293,311.37 124,868,661.13 124,868,661.13 130.08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539,074,490.01 420,612,127.02 1,421,400,220.62 -62.07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5794 0.2578 0.7770 -25.43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5794 0.2578 0.7770 -25.4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.31% 5.02% 6.83% 7.48% 

 本报告期末 
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总资产（元） 7,912,108,320.56 6,632,403,479.77 8,101,686,613.34 -2.3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2,148,602,279.56 2,640,392,016.86 1,865,976,355.61 15.15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,228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 
持股数量 

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

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河南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 
国有法人 56.19% 278,907,035  质押 120,000,000 

中国联合水泥集团

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9.67% 48,000,000    

新乡市经济投资有

限责任公司 
国有法人 0.81% 4,013,153   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－东海祥

龙定增灵活配置混

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63% 3,114,200    

谢华 境内自然人 0.47% 2,325,400    

长江日昇投资有限

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40% 2,000,000   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27% 2,000,000    

陈乃勤 境内自然人 0.22% 1,342,065    

北信瑞丰基金－工

商银行－北信瑞丰

－定增稳利锦绣 5

号资产管理计划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22% 1,100,000    

诺安基金－兴业证

券－南京双安资产

管理有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20% 1,000,078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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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无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

会〔2018〕15号）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

的财务报表。 

本公司执行财会〔2018〕15号的主要影响如下： 

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项

目金额 

上期重述金额 

1.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6,672,733.77 45,463,224.63 

2.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

项目列示 

其他应收款 7,637,610.14 6,656,122.16 

3.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75,310,390.44 801,657,294.47 

4.应付利息、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

项目列示 

其他应付款 243,327,430.48 717,105,265.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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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2018年1月19日，港区水务公司登记设立子公司城发检测公司，自城发检测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

合并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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